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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十五章
提幔人以利法 答说0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02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
03 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04 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 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05 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06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 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06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07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08 你曾听见 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甚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甚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09 你知道甚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甚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10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
11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
12 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13 使你的灵反对 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
14 人是甚么 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甚么 竟算为义呢？14 人是甚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甚么，竟算为义呢？
15 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
16 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17 我指示你 你要听 我要述说所看见的17 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18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

19 （这地惟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20 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20 恶人 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 生的年数也是如此。
21 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
22 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

他漂流在外求食 说 哪里有食物呢23 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24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
25 他伸手攻击 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26 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闯；
27 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 腰积成肥肉27 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
28 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
29 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常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30 他不得出离黑暗 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30 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

因 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
31 他不用倚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32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
33 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
34 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34 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
35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

第一次的车轮战是 四- 十四章 –
约伯哀歌完 以利法说话 约伯回答约伯哀歌完，以利法说话、约伯回答，

比勒达说话、约伯回答，琐法说话、约伯回答。

三次车轮战完以后 第二次车轮战三次车轮战完以后，第二次车轮战 十五- 廿一章，

第一个说话的仍然是老先生以利法，

第 次是要安慰约伯 这 次是责备他：第一次是要安慰约伯，这一次是责备他：

你瞧瞧你的态度、怎么那么自大，你的口就定你有罪。

十五章 分成两段– 01 16 愚拙者怎好意思吹捧自己聪明？十五章 分成两段– 01-16 愚拙者怎好意思吹捧自己聪明？
17-35 自吹自擂的恶人必有祸患相伴！

1 尽管约伯呼吁三个朋友靠边站 不要作声1. 尽管约伯呼吁三个朋友靠边站、不要作声，

以利法还是忍不住第二次要说话，

面对约伯很冗长 很迂回 死硬派的作风面对约伯很冗长、很迂回、死硬派的作风…
你如此不悔改、不听好话，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以利法第二次说话就用卫道的情怀，以利法第二次说话就用卫道的情怀，

挑起了第二回合的车轮战。



2. 他先前安慰约伯，

现在被挑战所取代 直接冲着约伯现在被挑战所取代、直接冲着约伯–
你那么「自夸、自大的聪明」而来！

指责约伯怎可用陈腔滥调来强辩指责约伯怎可用陈腔滥调来强辩

3. 力挺另外两个朋友的面子，

也想保护上帝的尊荣也想保护上帝的尊荣

4. 攻击约伯的自我形象、用人身攻击，说：

人是甚么 竟算为洁净呢？14 人是甚么，竟算为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甚么，竟算为义呢？

5 试图将他认为伟大的「原罪论」5. 试图将他认为伟大的「原罪论」–
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万物在上帝的面前都不洁净，

完整地塞进约伯的耳朵完整地塞进约伯的耳朵，

连天使、天军都靠边站，

何况腐败可憎、嗜罪就像喝水般的世人何况腐败可憎、嗜罪就像喝水般的世人

约伯，你无非是在吹捧自己聪明，罢了吧！

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已经完全封住先前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论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论述，

完全只集中在「恶有恶报」，你根本不是善人，

借着恶人的下场来劝勉约伯 不要误入恶人！借着恶人的下场来劝勉约伯 – 不要误入恶人！

以利法斩钉截铁说：

恶人没有办法逃脱黑暗 阴间恶人没有办法逃脱黑暗、阴间，

十五22、23、30 恶人用刀威胁人，注定要面对刀剑，
恶人没有食物吃 死期快到了恶人没有食物吃，死期快到了

恶人人生没有出路，

活在黑暗中的恶人只等困苦绝望连番上阵打击他，活在黑暗中的恶人只等困苦绝望连番上阵打击他，
彷佛君王带兵要来厮杀一样 (24)

恶人失败是命定的事 约伯 你不要走这条路！恶人失败是命定的事，约伯，你不要走这条路！

他这次是很警告 – 我很爱你，

但是我不希望你走那么惨的路，但是我不希望你走那 惨的路，

早一点回头、悬崖勒马！

以利法叙述恶人一定会经历现世报，有属灵原因的…
恶人不仅攻击世人 还不知天高地厚恶人不仅攻击世人，还不知天高地厚

挥拳反抗上帝、肆无忌惮地向全能者逞强 (25)，

你真是无知 太愚昧了！你真是无知、太愚昧了！
 27-35 非常严厉地警告恶人，好戏在后头，

挖陷坑的、自己一定会掉在里面挖陷坑的、自己 定会掉在里面，

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坐以待毙，因为惹毛了上帝…
30 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

恶人终究要自己埋在自己的虚空当中、自作自受

以利法第二次的发言非常锁住约伯 –以利法第二次的发言非常锁住约伯
你一定是罪有罪报，

33-35 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
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

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
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

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

这次论述对约伯来说当然苦，

因此以利法说 十五章 现在他说了 十六 十七章因此以利法说 十五章，现在他说了 十六、十七章，

看出约伯对朋友给他戴帽子，里面的苦楚…

1 你们三位真会安慰人1. 十六1-6 你们三位真会安慰人，

不过越安慰人、越倒人胃口，

2 3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 反叫人愁烦2-3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甚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2 十六 上帝你为何在我身上动手动脚？2. 十六7-17 上帝你为何在我身上动手动脚？

11-12 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
他折断我 掐住我的颈项 把我摔碎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

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

3 十六18 22 真愿我的冤屈终能得辩驳之日3. 十六18-22 真愿我的冤屈终能得辩驳之日
21-22 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

因为再过几年 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



4. 十七1-10 上帝让可怜的我尽被朋友嘲笑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 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6-7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
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百体好像影儿。

上帝你让我在朋友面前站不住上帝你让我在朋友面前站不住，

他们笑我、我真可怜，你可不可以可怜我？

5 十七11 16 可怜如我恐怕将冤枉进入阴间5. 十七11-16 可怜如我恐怕将冤枉进入阴间
15-16 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

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
等到安息在尘土中，

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闩那里了。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闩那里了。

这三个人完全在套牢、给约伯锁住，

他们来很像是公安人员他们来很像是公安人员，

 只会给约伯戴帽子
 从来没有想到给他「危机处理」 从来没有想到给他「危机处理」

尽是让约伯更痛苦。

这三个朋友有些属灵模式可以分析...
1 情感上无法表现同理心 5 以高姿态来关心约伯1. 情感上无法表现同理心

2. 认知上无法表现同理心

3 无法积极倾听

5. 以高姿态来关心约伯

6. 以化约的苦难观
套在约伯处境上3. 无法积极倾听

4. 自陷于情绪中

这种纯理性 纯科学 纯传统的观察 三个都有预设

套在约伯处境上

7. 使约伯觉得我被上帝丢了

这种纯理性、纯科学、纯传统的观察，三个都有预设、

但都不能同理，特别感性跟理性。

当约伯反驳当约伯反驳，

听的人、安慰的人被冲到、被呛到，情绪被捞起来，

因此用高姿态 继续要把他压下去因此用高姿态、继续要把他压下去

所带的观念是认为一定是带了什么罪必罚，搞得约伯–
 不只是不觉得我犯了什么罪 因此被罚 不只是不觉得我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

 会更怪上帝：你不公平！

我是给上帝丢弃了，就像虫一样，我是给 帝丢弃了，就像 样，

死了以后没有人知道！

陪伴者的反思，特别以利法两次的论述提醒我们…
1 哀伤痛苦的自我袒露是需要酝酿 需要时间的1. 哀伤痛苦的自我袒露是需要酝酿、需要时间的，

不要刻意催化、挖掘，要等候时间

2 受苦者需要慈爱跟安慰 而非理论教义的辩论2. 受苦者需要慈爱跟安慰、而非理论教义的辩论，

比较从同情心了解他现在很可怜

不要把自己的知识 经历绝对化 他 定犯了什么罪3. 不要把自己的知识、经历绝对化 – 他一定犯了什么罪，

 这种绝对化根本不了解天庭上是上帝挑约伯给撒但测试，

测试的原理是「没有任何好处 照常可以敬畏上帝」测试的原理是「没有任何好处，照常可以敬畏上帝」

上帝挑他为特例、三个朋友把约伯当作是常例

4 要体恤受苦者 用信心 用等候 他 定会有低潮4. 要体恤受苦者，用信心、用等候，他一定会有低潮，

不要用往日你我的属灵经验来指责受苦的人，

你过去不是很刚强 不是带祷告会你过去不是很刚强、不是带祷告会、

不是安慰、教导别人吗？

 这些对痛苦的人来说反而不能带来安慰 这些对痛苦的人来说反而不能带来安慰

 他只关心我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变成上帝是我的仇敌？

5. 对陪伴者来说、我们是必需的，

不过留心不要用负面的话不过留心不要用负面的话，

除非很有把握，免得带他更多的痛苦

6 苦难中的人困境转回 神学上要通 要被上帝厘清6. 苦难中的人困境转回，神学上要通 – 要被上帝厘清，

 整个约伯记是一个隧道，到最后上帝出现他才舒坦

苦难是神学性的议题 要亲自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苦难是神学性的议题，要亲自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

过程是需要他口服、心服、谦卑、等候上帝

7 最好的动作不是在论述他 找出他有什么问题7. 最好的动作不是在论述他、找出他有什么问题，

而是让他到上帝面前祷告、仰望上帝
 万一他不能祷告，只好等候， 万 他不能祷告，只好等候，

因为他可能里面真的是在怪上帝！

8. 陪伴别人时，小心自己带了有色的眼光，8. 陪伴别人时，小心自己带了有色的眼光，

想套出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9. 他如果已经知道确实没有犯罪，你只能说：他如果已经知道确实没有犯罪，你只能说

「我们就一起为你祷告，不要给自己加更多的伤害」



10. 要常常问 – 主啊，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找人为他祷告，让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医院

11 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 不像这三个人11. 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不像这三个人

 一直车轮战，都不让约伯有休息的时间

 没有人想办法他这么可怜的时候 给他擦药 没有人想办法他这么可怜的时候，给他擦药，

没有人问候他、只是给他戴帽子

12 苦难的人是可以悟出真理的12. 苦难的人是可以悟出真理的，

不要以为你是高姿态的，

 你用科学的眼光 科学的眼光来自神 你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自神

 神学的理念、心理学的经验比人家多

虽然都重要 还是要学习最基本的爱人 要等候虽然都重要，还是要学习最基本的爱人、要等候

13. 更不要宣告「上帝一定让你得到医治」，

这种超灵恩 以为你是上帝这种超灵恩、以为你是上帝，

只能说「如果上帝肯，你会得到医治」

总括来说、你小心：

不要说我过去多少辅导的经验，

我已经看多了

要安慰别人，要有同理心来安慰别人，

好让他觉得被接纳、有安慰感、归属感

要有辅导的高度，

而不要陷进去、

不要先存成见、

不要陷入狭窄的观点里面、

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

不要别人伤口上洒盐！

趁今天，包括以利法，

你年纪大、还是有学习的空间。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

我们很多不足的地方。

帮助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
先从你面前更多的谦卑、俯伏、敬拜，

搜寻自己，
同时安慰、爱这些可怜的人，

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帮助他们、
归向你的一个部分的平台。

谢谢主，怜悯、帮助、赦免我们的过犯，
这样仰望、感恩，

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辅导者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辅导者，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